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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机动车污染防治是关系环境质量改善、机动车污染防治是关系环境质量改善、

经济发展和民生稳定的大问题经济发展和民生稳定的大问题

 机动车排放染防治政策及实践机动车排放染防治政策及实践

 淘汰高污染车辆是机动车污染防治的重淘汰高污染车辆是机动车污染防治的重

中之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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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动车污染防治是关系一、机动车污染防治是关系

环境质量改善、经济发展和民环境质量改善、经济发展和民

生稳定的大问题生稳定的大问题

（一）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一）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1、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2008年监测的519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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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标准 21 4.0%

二级标准 378 72.8%

三级标准 113 21.8%

劣三级标准 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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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主要污染物超标空气中主要污染物超标

 96个城市可吸入颗粒物达不国家二级标准

 占监测城市的18.5%

 77个城市二氧化硫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

 占监测城市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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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分担率 浓度分担率

污染物浓度分担率

一氧化碳 92%

氮氧化物 64%

碳氢化合物 51%

污染物排放量分担率

一氧化碳 88%

氮氧化物 51%

碳氢化合物 49%

22、机动车排放分担率高、机动车排放分担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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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

10.8%扬尘

30.5%

工业

29.7%机动车

23.3%

其它

5.7%

机动车排放的可吸入颗粒物占机动车排放的可吸入颗粒物占2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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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
（NOx）

挥发性有
机物

（VOC）

机动车燃油

臭氧
（O3）

机动车排放
日照充足

空气干燥

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

物是导致臭氧超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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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

汽车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15%。

 2008年，汽车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

（达到25887.1亿元）。

9 10

机动车产量增长迅猛

 1978年 32万

 2008年 943万

 2009上半汽车销量600万

 增长15%

 居世界第一

2、对推动技术进步起到关键作用

推动了国内汽车企业的技术进步

促进了我国石化企业炼油设备的更新换代

为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提高中国汽车企业出口竞争力

北京市实施国Ⅳ机动车排放标准后，与欧

盟目前的排放标准实现了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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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的尾气管在人们1.2米呼吸带以下，属

于低空排放，对人体健康影响很大。

短期影响

刺激人体的眼、鼻、喉和支气管，诱发哮喘

影响神经系统，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

长期影响

容易患上慢性支气管病、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

大大提高喉癌和肺癌的发病率

（三）与民生稳定的关系



2009-8-14

4

一个颗粒上附着有上百

种污染物，包括致癌物

小的颗粒可进入肺

泡、血液，直至人体的所有

器官，在体内累积

美国规定人一生得

癌症的风险应低于十万分之

一，

颗粒物污染危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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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中冠状
沉积物

破裂处血液凝结，
堵塞血管

沉积物冠
破裂

15

臭氧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16

二、机动车污染防治二、机动车污染防治

政策及实践政策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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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总体原则建立法规标准体系

按照“控制增量，削减存量”的原则，采

取各种措施，减少机动车污染。

提高新车标准

强化I/M制度

提高车用油品质量

发展环保型公交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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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从源头减少污染，提高新车标准、从源头减少污染，提高新车标准

19991999年执行国年执行国ⅠⅠ标准标准

20022002年执行国年执行国ⅡⅡ标准标准

20082008年执行国年执行国ⅢⅢ标准标准

20102010年执行国年执行国ⅣⅣ标准标准

每执行一次新标准，单车污染将

减少30-50%。

（二）已采取的措施

19

建设了国Ⅲ、国Ⅳ标准机

动车排放检测实验室。

组织有关单位每年开展新

车一致性检查和在用车符合

性抽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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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环保标志管理实行环保标志管理
 1999年开始对在用车发放环保标志

绿标：国I(含)以上汽油车和国Ⅲ(含)以上柴油车

黄标：国I以下汽油车和国Ⅲ以下柴油车

无有效环保标志车辆不能上路行驶

22、强化、强化I/MI/M制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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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部分车辆治理改造对部分车辆治理改造

对具备治理条件进行了治理改造

22

对公交、环卫、邮政、旅游、省际、城市

配送、建筑工程运输车柴油车，采用壁流式颗

粒捕集器（DPF）进行治理，政府适当补助。

23

柴油车治理改造

24

柴油车治理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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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检测尾气排放定期检测尾气排放

改双怠速法为简易工况法改双怠速法为简易工况法

建成建成I/MI/M网络监控系统网络监控系统

26

通过路检、入户抽查

等方式，采取遥感检测和

常规检测方法，对超标车

依法处罚并限期治理

上路和入户检查制度上路和入户检查制度

27

33、发展环保型公交出租车、发展环保型公交出租车

 全国燃气汽车总数近全国燃气汽车总数近3030万辆万辆

 北京出租车北京出租车6.76.7万辆万辆

其中其中90%90%更新为达国更新为达国33以上标准以上标准

更新前 更新后
28

44、提高车用油品质量、提高车用油品质量

 1997年汽油无铅化

 2000年执行相当于国Ⅰ的油品标准

 2004年执行相当于国II的油品标准

 2005年执行相当于国Ⅲ的油品标准

 2007年4月底公交使用硫含量50ppm的低硫柴油

 2008年1月1日执行相当于国Ⅳ的油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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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08年底，仅京津冀地区完成4965

座加油站、2104辆油罐车和138座储油库的油

气回收治理工程，减少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4

万多吨。

5、油气回收治理

油气回收型加油枪 储油库处理装置 下装接口

京A 12345
京A C1234 EEdwardsdwards

E B W A u t o / St ik Jr - 8

卸油回收卸油回收加油回收加油回收 装油回收装油回收

油气管线油气管线

汽油管线汽油管线

电控线路电控线路

油气回收处理流程原理图油气回收处理流程原理图

31

面临的形势是，机动车增长速度将持

续居高不下，污染控制压力巨大。

（三）下一步重点工作

32

1、今年的重点工作

 严格执行机动车排放标准

 加快淘汰黄标车

 加大对黄标车的限行力度

 支持组建“绿色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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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后的重点工作

 加强新车生产一致性

 在用车符合性抽查工作

 制定国IV排放标准配套的车用汽油、柴油

 鼓励发展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公交车、出租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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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淘汰高污染车辆是机动车三、淘汰高污染车辆是机动车

污染防治的重中之重污染防治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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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标车污染危害大

全国“黄标车”共计1800万辆，

国0及以前汽油和柴油车1200万辆

国I和国II柴油车约600万辆

“黄标车”占汽车总保有量28%左右

其污染物排放量占汽车总排放量的75%以上

36

一辆高排放的黄标车，其污染物的排放相

当于现行的国Ⅳ标准车辆的20倍以上。

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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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排放超标严重

38

柴油车排放检测结果

1辆国Ⅱ排放标准柴油

车市内行驶1小时，颗

粒物排放约100g

2、明确分工

 环保部下发“黄标车查询系统”；

 省级环保部门统一辖区内分发，负责工作人员信息备案，
并负责组织信息统计和上报工作；

 各市、县级环保部门积极配合商务、财政部门，设立以旧
换新联合服务窗口，负责辖区内“黄标车”认定和查验工
作。

 设立专门电话，安排专门人员，利用电话、电视、报纸等
媒体 。

3、工作程序

① 车主递交《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申请表》（简称
“申请表”）、机动车行驶证和定期检验有效凭证。

② 工作人员查验定期检验有效凭证，确认待报废机动车属
于环保定期检验有效期内。

③ 如在有效期内，工作人员登陆“黄标车查询系统”，输
入燃料类型、车辆型号、初次登记日期和车牌号码等信
息，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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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程序

① 根据查询结果认定和查验是否属于“黄标车”。

② 将认定和查验结果标注在“申请表”相应位置，并加
盖环保部门审核意见专用章。

③ 对认定和查验结果进行记录。

4、重点工作

 成立“黄标车”提前报废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黄标车”报废补贴长效机制

 制定本地区“黄标车”报废更新规划

 力争安排地方财政专项基金

 重点区域加大报废力度

 空气质量不达标区域

 京津冀区域

 长三角区域

 珠三角区域

5、制度保障

 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制度

 汽车以旧换新“黄标车”提前报废信息上报制度 ，建立
信息库

 提高人员素质，开展业务培训

6、组织落实

 组织培训“黄标车”查询系统

 系统主要功能：车辆查询、 记录查询、 用户管理、 密
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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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界面 结果显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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